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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名

城市与乡村原来相距很远
乡下人进城自带干粮
城里人下乡背上铺盖
串亲时走过的村路
陷进过牛车、马车、自行车
同样都是称作路
城市的柏油路平整、宽敞
乡村土路则泥泞、弯曲
那时常想，城市与乡村
啥时能近便得像是近亲

（汽车一声鸣笛
将我的视线从车窗前拉回
——军粮城，到了）

从车上下来，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那路牌上塘洼路三个大字
在夏日炙烤的阳光下
闪耀着金颜色的光斑
一瞬间，恍惚又回到当年的村街
看到金色的稻田和金黄的稻谷
海河岸边泊靠的打渔船
芦苇塘飒飒的风鸣

我熟悉这个名镇
熟悉从市区通向这里的津塘路
坐上长途车到乡下访亲
去采摘质朴的乡情
我熟悉被雄鸡叫醒的清晨
灶台上有喷香的米面馍
我熟悉这里，是从乡村诗友
几十年不变的乡音里

沿着塘洼路，我试图
寻找当年的那条旧村道
村道上吱吱扭扭行进的牛车和马车
可是我被眼前的新塘路
引向一条平整宽广的柏油道
去看不同以往的军粮城
去看今日明媚阳光下
军粮城的新城廓

往昔田野上吹过的金色的风
如今在高楼间传送清爽
高悬在稻场上的太阳
此时正金灿灿地铺满街心花坛
原来一家一户的菜畦
被菜市场吆喝得五彩缤纷
水渠、稻田间的蛙鸣
淹没在幼儿园的童声合唱里

路牌上高擎的塘洼路
是后代子孙不忘祖籍
续写家族年谱的新标识
而过往的一切，时代烟云
只能到地方志中去寻觅
军粮城的名字今天依然响亮
在城镇化建设的版图中
正在被阳光直射
遍野都是长高的辉煌

（汽车继续鸣笛前行
塘洼路仅只是一个中转
驶往前方的路，必定更宽广）

新花名

谁走到这里都会停下脚步
用喜爱的目光看绿叶
用惊艳的表情嗅芳香
都想上前问一问
这花叫什么名字
籍贯是在哪里

不知道是否巧合
这名为红掌的洋花卉

恰好就盛开在“赤土”之上
红的愈红，绿的愈绿
在赤土街的田园上
正好萌发姹紫嫣红

赤土的土地曾经期待良种
期待着庄稼丰产
如今，一片一片的花红
正在一畦畦地绽放
不管原先孕自何方
“赤土”都是它们的出生地

关于“赤土”旧有的印象
已被鲜花的色彩替代
“赤土”怀抱花籽
一心繁衍遍地花海
春夏秋冬变得爱意缠绵
一年四季都是花期

应该为这些名卉
申请冠名：赤土红
并以此品牌出村、出市、出口
——播种友谊之花
“赤土”从此变为花圃
万紫千红原产“赤土”

一

本来是想

寻你的热烈而来

哪知这样的热烈

被稀释在你无边的静美里

本来是想

寻你的粗旷与辽阔

哪知你的胸怀里

长满了五月江南的秀丽

二

岸边 岸边

早已无渡

一双飞翔的翅膀

薄如羽翼

一半是浓荫下曼妙的田园

一半是热拥星河的灿烂长空

三

不是不眷恋故乡

也不是不相信宿命

既然深爱了这片土地

谁又能潇洒离去

哪有什么覆水难收啊

只不过是时光老人

不愿回头罢了

四

只知道你是很早以前远嫁而来

带着草原的辽阔与多情

带着关外的风沙

和被风吹皱的黎明

在天子的脚下

打成一个美丽的蝴蝶结

这是你唯一的嫁妆吗

一路低首 一路轻吟

你养育了这片土地

这片土地也养育了你

潮白河 潮河与白河的女儿啊

东丽采风
（二 首）

宋曙光

年初以来，乘着天津市进一步优
化营商环境的东风，载着东丽区和无
瑕街道的支持，一重集团天津重工有
限公司（下称天津重工）作为总部位
于黑龙江的央企-中国一重集团有限
公司（下称中国一重）的子公司，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
精神，发扬企业家精神，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通
过坚持深化改革、实施创新发展，顺
利完成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目标，企
业迈上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制订发展战略规划

绘就“十四五”发展蓝图

近年来，天津重工以“挂表督战”
的方式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高质量发展。天津重工
坚持内强管理、外拓市场，通过推进
商业模式由制造向“制造+服务”转
变、经营理念由产品向“产业链+价
值链”转变、发展方式由投资向“品
牌+平台”转变，制订了“一高三新一
循环”的“13556”发展战略规划，形成
了“十四五”末百亿企业高质量发展
目标。

作风转变提质量

企业发展增活力

天津重工始终秉持地企融合的
原则，积极履行央企社会责任，注重

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共赢关系。东
丽区委、区政府在完善企业配套协
作、技能人才招聘、安全环保、营商
环境等方面给予天津重工支持，携
手融入新发展格局，共谋合作发展
新篇章。天津重工以发展壮大高端
装备为己任，扎实推进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竞争
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
险能力。紧扣产业链供应链部署
创新链，加快培育“三新”新兴产
业，打造盾构机全产业链、竹纤维
运维运营、多向模锻项目运维运
营、天然气全产业链“两链两运维”
的新兴产业格局。

营商环境展新颜

地企融合创新篇

随着装备制造业市场竞争加剧，
天津重工越来越依靠创新推动企业
高质量发展。在企业创新方面，东丽
区委、区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正在申
报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证书、再次认定
高新技术企业，荣获了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称号。在配套协作
方面，天津重工与产业园龙头企业建
立高层战略协商、中层对口联系、基
层全面融通关系，加强地企协作配
套，主动对接天津重工“五大板块”，
有效拉动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完善
了产业链、供应链，有力推动地方经
济高质量发展。

“轻食”是食物的一种形态，主要以
凉拌、水煮、蒸烤等方法烹饪，具有低脂
肪、低热量、低糖分，且高纤维、高饱腹
感的特点。在保证正常膳食结构和一
定热量的前提下，追求简单、均衡、健康
的饮食理念，它主打健康、营养、少油、
少盐，是白领和减肥人士的首选工作
餐，也受到年轻人追捧。但是，长期吃
“轻食”真的很健康吗？

“轻食”未必真的很“轻”

市面上售卖的“轻食”为了追求更
好的口感，常常搭配沙拉酱或者千岛
酱，它们量虽少，却是不折不扣的“热量
大户”。一小杯沙拉酱约20克，其热量
相当于一个甜筒或者一碗米饭，而大杯
的沙拉酱，相当于一个肉饼的热量。市
场上一般的沙拉酱，100g热量约724千
卡，热量是薯条的2.4倍。所以，它们不
仅没有让你体重变轻，甚至还会成为新
的增肥风险点。因此，专家建议用酸奶
或用少量的食用醋代替沙拉酱来调味。

缺乏主食容易导致营养不均衡

长期过度“轻食”还可能会导致营
养不均衡。市面上售卖的“轻食”搭配
常以蔬菜、水果为主，缺乏主食，比如只
有一小把玉米粒或几小块紫薯或两小
片面包，或在蔬菜表面撒些藜麦。这样
的一餐碳水化合物严重不足，会消耗体
内的蛋白质。而碳水化合物是人体第
一供能物质，长期摄入不足容易导致营
养不均衡，造成注意力不集中、易疲劳
等。选择轻食作为午餐时，大家不妨单
买一个小主食，以保证营养均衡。而孕
妇和未成年人，由于生长发育需要大量
营养，也不太适合“轻食”。此外，人们
在“轻食期”，不适宜进行剧烈运动，否
则容易导致低血糖。

“轻食”中搭配的肉类可不一定是

“真肉”

有些不法商家在轻食中加入合成
肉，这种“肉”毫无营养价值，只是模仿
“真肉”的口感和香气，含有大量食品添
加剂，长期食用不利于身体健康。
轻食中，通常含有蒸煮或生食的鱼

肉类，但总量非常少。鱼肉类是蛋白质
的重要来源，吃少了，肌肉流失就会很
严重，减肥后就容易松松垮垮。足量摄
入蛋白质，不仅是营养上的一个指标，
还可以让我们拥有持久的饱腹感。
很多选择低热量的“轻食”做午餐，

但饭后两个小时就饥肠辘辘，然后再吃
各种零食、饼干，这些零品的热量可能
比肉还高。
此外，“轻食”多含生的蔬菜及水

果，由于清洗不洁净，可能存在细菌等
微生物污染问题。轻食大多是凉的，摄
入过多凉食容易造成肠胃功能絮乱，对
于老年人、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特别是
患有胃炎、慢性腹泻、结肠炎等疾病的
人群，应避免少食用。
正常成年人每日需要摄入的食物

包括谷薯类、蔬果类、鱼禽肉蛋类、奶豆
类以及油盐等5类食物，专家建议要注
意科学搭配、均衡营养，才能吃得放心，
吃出健康。比如：蔬菜搭配鸡胸肉、牛
肉、水煮蛋、虾、全麦面包等，这类搭配
合理的“轻食”相对来说比较健康。

（区疾控中心供稿）

南何庄是东郊区远近闻名的文化
村，不仅因为它建立了东郊区第一个实
行校董会制度的小学，更因为其先进的
教育理念在东郊区可谓首屈一指。
何庆成发迹以后成了大财主，虽然

搬到天津市里居住，但经常资助南何庄
村的学生上学。何庆成不仅在村里建
立了学堂，还建立了女学堂，接收女学
生，推动了村中的教育发展，以及人们
的思想进步。此举在20世纪20年代的
天津郊区，可谓一件大事。
何庆元是何庆成的兄弟，早年留学

日本，曾任河北省立天津中学校长。七
七事变后留任原校，1939年经伪天津

市市长温世珍安排为教育局局长。虽
然他被认为是大汉奸温世珍的帮凶，但
在他担任伪教育局局长的那几年里，一
直资助南何庄村的年轻人上学。城东
何家庄小学，是附近村镇上的第一所小
学，现在村子里的很多老干部，都曾经
在那上过小学。
南何庄人深知文化知识的重要

性，为求学，很多小孩步行去市里上中
学，一走就是二十多公里。不管刮风
下雨，早晨七点多的村口，总能见到背
着书包去上学的身影。南何庄人思想
开放，积极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所
以他们不仅仅学习国文、算数，还争取

去当时的中日学校，学习英语、日语、
物理等学科，有五六名南何庄少年从
中日学校毕业，他们后来都成为村里
最有文化的人。
现在村里还流传着一个日本大扫

荡时期的故事。据说日军扫荡何庄子
时，当地村民何立宝因为会说日语，跑
上前去和日军指挥官交涉，日军自觉理
亏，悻悻退去。何立宝到底说了什么，
已无从得知。但因为这件事情，村子里
的人对读书人就更加敬重了，南何庄村
慢慢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村。
讲述人：何秀琦 整理人：黄润兰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奶奶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
打我记事起，奶奶只有一个结巴弟
弟，是她唯一的亲人，我唤他舅爷，舅
爷在省城的炼油厂有稳定工作，因为
供养八个子女，生活常捉襟见肘，隔
三差五得来探亲，每次临走时，奶奶
都会把大包小包的粮食、物品挂满舅
爷的自行车，送出很远后再目送至人
影如火柴头般大小，外人看来真不像
姐姐，倒像妈妈，舅爷也会结结巴巴
的三步两回头地说：“姐啊，别、别送
了，就、就、就你回屋吧!”舅爷每次“就
就”半天才说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引
得跟在奶奶身后的我常捂嘴偷笑，真
是我“舅（就）爷”啊！
我一岁时断奶，连同小枕头一

起，从我妈住的西屋搬到奶奶住的东
屋，从此我成了奶奶的“眼珠子”。后
又因工作需要，父母搬走了，把我留
下陪奶奶。记忆中，奶奶的眼睛常含
笑意，连气息都是温柔的，但对我并
不宠溺，奶奶原话叫“惯吃惯喝不能
惯事儿”。
奶奶十八岁时嫁给十九岁的爷

爷，又遇上一个大户人家出身的婆
婆，也就是我太奶，太奶“讲究”多，立
的规矩多，儿子儿媳早起要去给父母
请安，把烟袋锅里装上土烟丝，点着
后恭恭敬敬递过去再后退三步转身
出去。太奶不高兴时便把儿媳叫过
来骂一顿出气，奶奶并非忍辱负重的
女子，但从不顶嘴，用奶奶话说：“尊
老爱幼是中华传统美德，和老人没啥
道理可讲的。”
奶奶除了自己开裁缝店和忙农

活及照顾六个子女，更听说爷爷的
一个表叔因打了一辈子光棍年老后
穷困潦倒没人照顾，便和爷爷商量
接到家里养老送终。老太爷刚接来
那天，浑身都是酸味，棉袄里爬满了
虱子，在火盆上一烤，虱子腿一松，
在火盆里烧得吱吱作响，爷爷给他
理发、洗澡，洁癖的奶奶见虱子太多
扔掉了棉衣，连夜给老太爷赶制出
一套新棉衣棉裤。不仅如此，从
此，这老太爷还在家里享有崇高的
地位，好吃好喝都被奶奶送到太爷
房间，怕孩子们偷吃，便高高地挂
起来，老太爷喜欢谁，谁才能分到
一点儿。
正是有奶奶这样勤劳的贤妻良

母，从我记事起，传说中的土房早不
见了，爷爷奶奶把日子过成了附近乡
镇数一数二的人家，家里窗明几净，
园子里种满了杏树、果树、樱桃树。
每年瓜果梨桃自己家吃不完，爷爷就
去市场卖掉，家里第一台电风扇就是
爷爷用卖杏子的钱买来送给奶奶的
生日礼物。后来，老太爷生病，爷爷
辞掉了正式公务员的工作，回到家
乡，凭着祖传的木工手艺，再加上自
己能钻研，爷爷做的家具远近闻名、
“订单不断”，爷爷奶奶的手艺都是行
业里数一数二的，因为坚持工匠精
神，他们的作品经得起时间，经得起
推敲，也获得了美誉。

在她身边多年，我从未见奶奶有
蓬头垢面的时候，尽管文化程度不
高，却知书达理、目光长远，奶奶非常
重视教育，就算家里再缺劳动力，也
从不占用孩子们的学习时间，支持子
女多读书，家里买了很多书籍，所以
奶奶的六个子女都受到了高等教育。
有一次，奶奶聊天时提起“孟母

三迁”的故事，一边的李奶奶突然插
上一句：“他婶子，孟母哪个村的，我
咋不认识呢？”当我们笑抽筋的时候，
奶奶却平静而善意的说：“我也不认
识”。待李奶奶走了，我们还在嘲讽
她，奶奶又训斥了我们，奶奶说：“李
奶奶是因为旧社会没上过学，但其他
方面都是强项，养鸡、种地都是奶奶
的学习榜样，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能
嘲笑别人！”
奶奶用真正的“言行合一”，赢得

了大家的尊重，乡亲们遇到困难、矛
盾、想不开拿不准的，都来找奶奶，奶
奶的角色有法官、有心理咨询师、有
调解员、有老师、有慈善家……大家
说起最敬佩的女人，都是奶奶。
后来，日子越来越好了，从高铁

到飞机，奶奶都尝试过了，奶奶的体
型也由清瘦变成富态，还胖出了双
下巴，于是，她经常拿自己的体型开
玩笑来感叹生活的美好。再后来，
我离开奶奶随军到了天津，临行前，
奶奶送给我几个老物件，一本她小
时候看的《论语》、一本《毛主席语
录》，还有几枚旧钱币。有一次，我
在海河边，突然想念儿时的松花江，
突然不知何处是故乡。电话里，奶
奶说，大孙女啊，无论松花江还是海
河，都一样啊……
是啊，松花江牵着我童年的记

忆，海河是我长大后生活和奋斗的地
方。她们还是她们，她们也不是她
们，如今的松花江两岸日新月异，正
如海河如今的灯火辉煌。
奶奶在我的额头留下生命之吻

以后，便轻轻地离开了，但她的精神，
已化作一缕幽香，让人缱绻、流连。

奶
奶的

世
纪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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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

潮白河断想
李俊才

文 化 村 一重集团天津重工有限公司
地企融合发展 今年目标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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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轻食”真的健康吗？

□ 诗歌

□ 诗歌

□ 东丽记忆

□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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